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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铜陵地区重症农药中毒患者调查分析

汪文杰 鲁厚清
（皖南医学院附属铜陵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安徽  铜陵  244000）

【摘要】 目的 分析铜陵地区治疗重症农药中毒患者的相关资料，提出应对策略，为提高防范和救治水平

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11 月皖南医学院附属铜陵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

的 40 例重症农药中毒患者的性别、年龄、中毒药物种类、中毒原因、中毒至入院时间、救治情况等及预后临床资

料。结果 40 例患者中，男性 12 例，女性 28 例，男女比例 1∶2.33，女性明显多于男性 ；年龄多在 41～60 岁，

占 37.5%（15/40）；中毒药物种类以有机磷农药最多（15 例，占 37.5%），2 种以上药物混合中毒约占 25.0%（10/40），

中毒原因以家庭争吵为主（33 例，占 82.5%）；从中毒至入院 1 h 内占 7.5%（3 例），大多数在 3 h 内（15 例，占

37.5%）。治疗以“清（清除毒物）、解（应用解毒剂）、维（维持基本生命体征）、排（早期排除其他并发症的发生）”

综合治疗，疗效满意 ；死亡 3 例，占 7.5%。结论 铜陵地区的重症农药中毒以成年女性为主，家庭争吵是中毒

的最主要原因，农药种类以有机磷农药最多，针对以上高危因素进行防范和救治，期望可以降低中毒发生率和

病死率，减少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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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lated data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pesticide poisoning in Tongling area,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and provide available basi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Methods Forty patients with severe pesticide poisoning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of Tongling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Wannan Medical College from August 2014 to November 2015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he clinical data including distributions of sex, ages, kinds of poisoning drugs, causes of poisoning, time 
from intoxication to admission into a hospital, rescue therapy, prognosis etc. Results In the 40 patients, there were 
12 males and 28 females, the ratio between male to female was 1∶2.33, and the number of wome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en. Their ages ranged from 40 - 60 years, accounting for 37.5% (15/40). The toxic agent the most 
commonly seen was organic phosphorus pesticide (15 cases, accounting for 37.5%), and cases with mixed poisoning 
by taking two or more than two kinds of toxic material accounted for 25.0% (10/40). In addition, the cause of poisoning 
was mainly due to family quarrels (33 cases, accounting for 82.5%). In regard of time between taking toxic material to 
admission into a hospital, only did 3 cases admit into the hospital within 1 hour (7.5%), and the majority was within  
3 hours (15 cases, accounting for 37.5%).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s were as follows: "clear" means to clear the toxin, 
"solution" (to use antidote to detoxify), "maintainance" (to maintain the basic vital signs) and "exclusion" (to exclude 
other complications early); the curativ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treatments was satisfied, and 3 cases died, accounding 
for 7.5%. Conclusions 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pesticide poisoning in Tongling city are adult females, 
the main cause of taking toxic material is due to family quarrels, and the toxic agent the most commonly seen is organic 
phosphorus pesticide. Directing to the above high risk factors,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re carried out, anticipating 
the incidence, mortality and medical cost can be reduced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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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药中毒在我国时有发生，重症中毒往往给

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酿成家庭悲 

剧［1-2］。因此，提高防范农药中毒才是根本。基于此，

本研究就铜陵地区重症农药中毒的一般情况、中毒

原因、中毒药物种类、救治情况进行评述和分析，现

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11 月

本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 40 例重症农药中毒患者。

1.1.1 纳入标准：① 年龄≥18 岁；② 急性生理学与 

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 Ⅱ）评分＞8 分。

1.1.2 排除标准 ：① 年龄＜18 岁或＞90 岁 ；② 既

往有慢性心功能不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

史或其他相关肺部病变 ；③ 慢性肝、肾功能衰竭 ；

④ 操作未得到患者家属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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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伦理学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取得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

1.3 研究方法 ：对本组 40 例患者的性别、年龄、中

毒药物种类、中毒原因、入院时间、救治情况及预后

等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Excel 进行数据录入，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计数

资料以例（%）表示，分析后的数据经统计学处理，

绘制图表并研究其规律。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图 1）：40 例患者中男性 12 例，女

性 28 例，男女比例 1∶2.33 ；年龄多在 41～60 岁，

共 15 例，占 37.5%。

2.4 中毒至入院时间（图 3）：从中毒至入医院在 1 h 

以 内 3 例（占 7.5%），2 h 以 内 7 例（占 17.5%），3 h

以 内 15 例（占 37.5%），4 h 以 内 10 例（占 25.0%）， 

4 h 以上 5 例（占 12.5%）。

图 3    重症农药中毒患者中毒至入院时间

图 1    重症农药中毒患者的性别和年龄分布

图 2    重症农药中毒的原因

2.2 重症农药中毒的毒物种类 ：有机磷农药是

中 毒 的 最 主 要 药 物，共 15 例（占 37.5%），百 草 枯 

5 例（占 12.5%），菊 酯 类 6 例（占 15.0%），灭 鼠 药 

（溴 敌 隆）4 例（占 10.0%），其 他 10 例（占 25.0%）；

其中有 2 种以上药物中毒约占 25.0%，主要是有机

磷农药、菊酯类和阿维菌素类的混合药物。  

2.3 重症农药中毒的原因（图 2）：本组中毒的原因

以家庭争吵为主，为 33 例（占 82.5%），其他原因有

长期慢性疾病一直未愈 3 例（占 7.5%），抑郁症 2 例

（占 5.0%），其他 2 例（占 5.0%）。

2.5 救治情况及预后 ：患者主要收入重症医学科综

合监护，呼吸、血压、心率、意识和瞳孔等生命体征，

并进行动态评估。治疗以“清、解、维、排”综合治疗

为主 ：清为清除毒物，包括洗胃、清洗全身毛发及皮

肤，同时导泄清除胃肠道的农药等 ；解为应用解毒

剂，对于有特效解毒剂的农药，应早期足量使用解毒

剂，如有机磷农药 ；维为维持基本生命体征包括呼

吸、循环、肾脏等重要器官和机体内环境的稳定 ；排

为早期排除其他并发症的发生。其中 16 例进行机

械通气，7 例均因服药量较大进行血液灌流 + 连续

性静脉 - 静脉血液滤过（HP+CVVH）；死亡 3 例。

3 讨 论 
 随着科技进步，许多疾病已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和救治，但农药中毒病死率却有增无减。2008 年国

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

查结果显示，中毒是继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心脏

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之后的第五大死亡原因［1-3］，已

成为影响人们心理健康及生活质量的疾病，越来越

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所以提高各部门的认识，加

强管理和防范，同时提高救治水平，减少病死率尤为

必要。本院是皖中南地区的一所大型综合性三级甲

等医院，同时也是全省 7 个地市级区域医疗中心之

一，人口密度相对较大，流动性较强，而对该区域重

症农药中毒的研究较少。分析本区域重症农药中毒

的特征，有利于总结一些救治的经验，从而提高防范

和救治水平。

 通过对本地区重症农药中毒相关因素的调查

显示 ：在纳入的 40 例患者中，家庭争吵是中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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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原因，而且女性比例明显高于男性 ；年龄以

41～60 岁占多数 ；这与此年龄段的人是社会和家庭

的主要决策者，在出现意见分歧时常常发生争吵，且

女性情绪变化快，冲动性强，有一定生活阅历，农药

的种类以目前在售的杀虫剂为主，来源相对广泛，在

被家人发现后基本都送至医院行进一步治疗。

 重症农药中毒患者的治疗主要包括动态评估

呼吸、血压、心率、意识和瞳孔等生命体征，治疗以

洗胃、清洗全身毛发及皮肤、应用解毒药（主要为有

机磷农药）、补液、甘露醇导泻及器官功能支持保护

等集束化治疗，必要时行机械通气、HP+CVVH 等治

疗，其中以及时快速给予反复彻底洗胃，清除未被吸

收的农药为治疗的首要环节［4-6］。

 目前，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AOPP）仍然是本

地区农药中毒救治的主要疾病，与全国报道的一致。

解毒药的应用是治疗有机磷农药中毒的关键措施，

其用药原则是根据病情，采取早期、足量、联合和重

复应用的方式，并且选用合理的给药途径及停药时

间。目前 AOPP 的解毒药物是以阿托品联合复能剂

氯磷定、碘磷定等，联合使用总剂量需要根据患者的

中毒程度、临床表现、实验室指标（胆碱酯酶）变化

情况不断调整［7-8］ 。

 百草枯是一种高毒性除草剂，如皮肤接触、呼

吸道吸入和口服均可造成急性中毒，人口服 20% 百

草枯约 5～15 mL 即可导致死亡［9］ ，毒性极大，其治

疗无特效解毒剂，除了给予洗胃、利尿、导泻、器官

功能保护、HP +CVVH 等治疗外，使用甲泼尼龙也

是非常必要的选择，并监侧心率、血压、呼吸、血氧

饱和度等生命体征［10-11］。HP+CVVH 是一种使用

吸附技术的血液净化系统，可作为急性中毒的一种

治疗手段，工作原理是将患者的血液引流出体外与

吸附剂接触，并通过吸附的方式清除毒素、体内代谢

产物和药物等，再将血液由静脉通路回输给患者，

可短时间内清除农药，减轻中毒症状，理论上具有

治疗效果明确、起效快、不良反应小、并发症少的特 

点［12-16］。临床上使用 HP+CVVH 治疗百草枯中毒

已取得了满意的疗效。对于 AOPP 患者，虽然早期

反复 HP 能降低体内毒物浓度，但对于已结合并形

成稳定的磷酰化胆碱酯酶仍难以奏效，故除了早期

反复 HP 外，仍然不能忽视洗胃、导泻、解毒剂的合

理使用，以及其他综合救治手段［17］。

 菊酯类杀虫剂由于具有杀虫谱广、低残留、活性

高且药效迅速的特点，且价格相对便宜，使用较为广

泛，但毒性不高，中毒后个体差异也较大，严重者常

因意识障碍等而死亡，中毒靶器官主要是神经系统，

其主要作用机制与抑制神经轴突部位的传导，延长

神经细胞膜钠通道的开放有关［18］。菊酯类杀虫剂

中毒在治疗上无特效解毒剂，主要是对症治疗，可洗

胃，不能催吐，因催吐常导致误吸和诱发惊厥抽搐。

菊酯类中毒患者大多预后良好。

 灭鼠药中毒的种类相对较多，主要分为 3 类 ：

① 神经毒性药，如毒鼠强等，主要作用机制为对抗

中枢抑制性递质 γ 氨基丁酸（γ-GABA），其特点

为起效快，毒力强，治疗无特效的解毒剂，现在已很

少应用 ；② 抗凝血药，如溴敌隆等，主要作用机制为

破坏凝血机制，其特点为起效相对较慢，治疗的特效

解毒剂为维生素 K ；③ 其他 ：如增加毛细血管通透

性药安妥，干扰代谢药鼠立死等，但均有剧烈毒性，

发病急、病死率高，必须紧急抢救。

 重症医学科拥有动态心电监护、呼吸辅助治疗、

床旁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等较好的设备，

将重症患者转入 ICU，可以尽早行气管插管及 HP、

CVVH 等，能有效防止各种并发症，提高抢救成功率

和存活率，但也造成了一定的经济负担［19］ 。

 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方面进

行防范 ：① 宣传重症农药中毒给社会家庭所带来的

危害，全社会共同参与，从而降低发生或最低限度发

生 ；② 增强社会和家庭的和睦度，杜绝争吵带来的

隐患 ；③ 加强完善重症农药中毒的救治模式，采取

依托型急救模式，即院前急救—急诊科—院内救治

的急救模式，抓住抢救时机，使重症农药中毒的救治

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提高救治水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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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心肺复苏学》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警总医院急救医学中心主任王立祥教授主编的《腹部心肺复苏学》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

发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均有售，定价 ：198.0 元 / 本，购书服务电话 ：4006-120-160。

  《腹部心肺复苏学》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阐述腹部心肺复苏（CPR）的大型专著。第一篇全面

论述了腹部 CPR 的概念、范畴、特征与途径，深度解析了腹部 CPR 的解剖生理基础以及“腹泵”等

参与复苏的“多泵机制”原理，着重诠释了腹部提压 CPR 的研究与转化。第二篇系统归纳总结了

腹部 CPR 的实验研究结果与临床实践案例。第三篇深刻揭示了 CPR 研究的现状、技术及趋势，从

整合医学的全新理念出发，揭示腹部 CPR 的内在规律。本书内容翔实，科学性强，对于从事临床医

学与基础医学的医界同仁具有重要的阅读价值。

《急诊内科手册》第 2 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宝安医院急诊医学科张文武教授组织主编的《急诊内科手册》第 2 版

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均有售，定价 ：53.0 元 / 本。

  本书是一部急诊内科学方面的工具书，共 16 章约 83 万字。分别叙述了常见内科急症症状的

诊断思路与处理原则，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急性中毒、水电解质与酸碱平衡失调，内科各

系统疾病急诊的诊断与治疗措施等，并较详细地介绍了内科常用急救诊疗技术。内容丰富，资料新

颖，实用性强，是急诊医师、内科医师和社区医师必备的工具书，并可作为急诊医学教学和进修的参

考读物。

·书讯·

《热射病防治技术手册》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〇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李海玲教授组织主编的《热射病防治技术手册》 

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均有售，定价 ：25.0 元 / 本。

  《热射病防治技术手册》是一部热射病防治方面的工具书，共 11 章约 17 万字。详细阐述了热

射病的流行病学特点、发病原因、病理生理机制、临床表现、辅助检查、诊断、监测技术、现场急救与

后送、治疗方案、预防与健康宣教、护理、预后及管理策略等。

  本书内容简明实用，指导性强，可以作为基层部队卫生预防宣教、急救后送指导教材，以及供

二、三线医院救治热射病参考。


